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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面
向基层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
活动阅读活动，积极建设城市
书房、打造15分钟阅读圈等，
河南在全民阅读方面呈现出
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态势。

4天假期我省高速
公路收费站出口
总车流量预计是
日常流量的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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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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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出行

台账民生

4 月 23日，《河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

读的决定》正式实施，这无疑为正

在如火如荼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

再添“一把火”。如今，全民阅读已

然成了一种文化自觉。公共图书

馆作为全民阅读的主阵地，如何与

时俱进，创新服务模式，影响和带

动更多的人爱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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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走出“深闺”走近你

□本报记者 逯彦萃

第一季度我省经济发展实现“开
门红”，就业市场呈现“供需两旺”。在
新旧动能转换加速的当下，哪些行业
人才需求旺盛？哪类人才更抢手？4
月 23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委托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发布了《第一季
度公共人才服务机构才市分析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第三产业需求旺盛

报告显示，随着经济结构不断优
化调整，人才市场供需更趋平衡，达成

意向率同比上升 11.65%，“人才”和
“饭碗”对上眼的几率更高了。

第三产业继续领跑全省经济增长，
相关行业人才需求数量持续攀升。

“2019年河南省春季大型招聘会分析
报告显示，随着新动能不断增强，高新
技术企业释放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尤其
体现在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等技术热
点岗位。”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卢宇
说，人工智能没有“砸饭碗”，而是创造
了更多“饭碗”。

工匠“抢手”高薪也难求

报告显示，全省范围内各行业薪

酬都有所增长，行业之间增速不均。
年平均工资增幅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信
息传输、软件和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

尽管“技术服务业”加薪领跑市
场，技工岗位仍然“一匠难求”。郑州
市双凤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纲告诉
记者，企业转型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
需求非常旺盛，但求职者对“工匠”的
偏见，让制造业企业很无奈。报告显
示，普工和技工分别居我省用人单位
职业需求的第二位和第六位，但普工、
技工求职人员意向数量远不能满足用
人单位的需求。

年轻求职者信心上升

一季度专业就业形势差异明显，
机械、计算机、电子信息、教育等专业就
业压力较小，哲学、法学等学科的就业
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令人欣喜的是 90后求职者信心
指数上升，这也是我省经济高质量发
展、就业形势向好的直接反映。同
时，我省各地招才引智政策持续发
力，通过多渠道为供需双方搭建交流
平台，还推出鼓励服务业发展的优惠
政策，全省人力资源供求结构持续优
化。③8

本报讯（记者 宋敏）4 月 22 日，记
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4月 30日至 5月 4日，郑州铁路预计
发 送 旅 客 277.6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0%。该公司优化调整列车运行图及运
力资源，共加开临客列车65对。

据了解，“五一”小长假期间，铁路客
流以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学生客流为
主，直通客流集中在上海、杭州、桂林、北
京、成都、西安等旅游城市，省内客流主
要以新乡、安阳、焦作、开封、商丘、洛阳、
南阳、三门峡等城市为主。

“五一”小长假期间，该公司将加开
临客列车65对，其中高铁（含城际）列车
42对，普速列车 23对，最大限度发挥高
铁、城际、普速“互补”运输优势，为乘客
出行提供便捷优质的交通保障。直通列
车19对，包括郑州东—北京西G4568/7
次，商丘—武汉G4535/6次，郑州东—信
阳G4533/4次，郑州—杭州K4364/1次、
K4362/3次等；管内列车 46对，包括焦
作—郑州 C2995/6 次，郑州东—商丘
G9198/7次、G9878/7次，灵宝西—郑州
东 G9206 次，郑州—安阳 K5372/1 次、
K5377/8次等。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近日，郑州市
部分路口信号灯换了模样，灯柱会随着
信号灯变红变绿。智能发光信号灯杆上
岗之后，司机朋友再也不用担心误闯红
灯被罚款扣分了。

4月 22日上午，在郑州市文化路与
优胜北路路口，记者看到，这种新型信号
灯是T字形的灯杆，整个灯体都会发光，
非常醒目，灯杆会随着信号灯的变化发
出红黄绿三种颜色。

郑州市交警支队科研所所长陈常青
介绍，智能发光信号灯杆是将LED灯组
接入信号灯控制系统，并安装在常规信
号灯杆上，灯杆发光颜色与信号灯组保
持实时一致，作为信号灯辅助设备提示
驾驶人。

陈常青说，郑州市区一些道路绿化
程度较高，尤其夏季时常出现信号灯被
树木遮挡的情况，不利于驾驶员观察路
况，新型智能发光信号灯杆可视面积大，
可以有效杜绝信号灯被遮挡的情况；雨
雪雾天出行时，一些驾驶员受视线不清
楚的影响，驾车到路口才发现前方是红
灯，并紧急采取制动，由此造成后方车辆
追尾等事故的发生，智能发光信号灯杆
有较大的发光面积和更远的可视距离，
在天气条件不好的情况下，驾驶员也能
在较远的距离观察到路口的信号灯，并
及时作出反应，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目前，郑州首批智能发光信号灯杆
已在市区的迎宾路、人民路、文化路等6
个路口进行了安装，下一步，交警部门将
根据运行效果以及群众的需求，逐步在
城区有条件的路段进行安装。③6

本报讯（记者 宋敏）4 月 23 日，记
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五一”假
期为 4天，全省高速公路免收 7座以下
（含 7座）小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间
为 5月 1日 0时至 4日 24时，免费时段
以驶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准。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受假期延长和
旅游热度上升影响，省内旅游城市附近高
速干线、互通立交、桥隧路段的车流量将明
显增长。据预测，4天假期我省高速公路
收费站出口总车流量将突破1000万辆，
日均流量250万辆，是日常流量的1.7倍。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4月 23日是第24个
世界读书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团省委、
省妇联、省文联、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省政协教
科文卫体委、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原
出版传媒集团等单位共同发起的2019“书香中
原”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在中原图书大厦启动。

此次活动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线，以
“书香中原”阅读品牌打造为核心，广泛开展“最
美读书声”经典诵读、主题阅读、品牌阅读、全民
阅读“七进”工程等各类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大
力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阅读氛
围，深入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

启动仪式上，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下属的河南
科技出版社、大象出版社、海燕出版社、河南美术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等单位联合向郑州市郑
东新区聚源路小学捐赠了一批图书。此外，还揭
晓了2018年度“中原传媒好书”获奖榜单。③9

全省高速对小客车免费

郑州铁路加开
临客列车65对

智能发光信号灯杆
亮相郑州街头
开车不再担心误闯红灯

交通

我省发布第一季度公共人才服务机构才市分析报告

供需趋于平衡“工匠”依然难求
一季度公共人才服务机构才市

用人单位需求行业前三位

❷计算机服务 ❸软件业

年平均工资增幅最大的行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技术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用人单位为毕业生提供岗位数量

82558个

◎环比增长36.86%
◎同比增长 18.32%

❶信息传输

▲洛阳市青岛路小学的孩子们拿
着自己喜爱的书籍，聚在一起开心阅
读。⑨6 潘炳郁 摄

◀市民在焦作市新华书店选购
喜欢的图书。⑨6 宋崇飞 摄

◀“践行价值观 书香中
国梦”主题活动现场。⑨6 本
报记者 邓放 摄

▶小读者在贵阳市钟书阁
书店读书。 新华社发

“五一”假期出行，易拥堵路段包括
京港澳高速薛店至商登互通段、京港澳
高速圃田至航海路段、双湖大道互通式
立交工程施工段、郑少洛高速新密西至
唐庄立交段、郑尧高速始祖山隧道段、许
广高速襄城至许昌段、京港澳高速刘江
大桥段、连霍高速巩义境内隧道段。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道路正处于施
工阶段，可能会对出行产生影响：G36宁
洛高速漯平段 K511~K586 处养护施
工，单幅双向通行；机场高速 K15~K17
处，双湖大道互通式立交施工；京港澳高
速 K680~K681 处，京港澳高速双湖大
道互通式立交施工，封闭京港澳高速主
线，车辆行驶新建辅道；郑州市四环线及
大河路快速化工程南四环—郑少高速
（K0~K1处）立交施工等。③5

如何让优质的图书资源下沉，让农民跟
城里人享受一样的读书待遇？伴随着公共图
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工作的推进，我省公共文
化建设领域面临的这一难题正在得到缓解。

2017年 6月，我省下发了《河南省推进
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实施方案》，要
求 2020年前，全省各县（市、区）普遍建成
覆盖城乡的总分馆制服务体系。

永城市图书馆聚焦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先行先试。据该馆馆长梁伟介绍，采
取“一个总馆+N个分馆+基层服务点”的模
式，以市文化馆、市图书馆为总馆，乡镇文化
站为分馆，若干基层服务点为补充延伸，形成
了运转高效、机制健全、服务统一的文化馆图
书馆集群，有效推动了全民阅读向农村延伸。

“目前，河南省公共图书馆一级馆的数

量在全国排在第六位，但我们的图书馆围绕
书香社会建设所开展的活动，与广大人民群
众的需求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河南省
公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时明德说，目前有越
来越多的图书馆面向基层开展丰富多彩的
读书活动阅读活动，积极建设城市书房、打
造 15分钟阅读圈等，河南在全民阅读方面
呈现出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态势。③5

公共图书馆传统的借阅模式是等着读者
进馆看书、借书。而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背
景下，图书馆传统服务效能受到挑战，我省各
级图书馆尝试创新，主动“走到”读者身边。

去年 12月，郑州市图书馆引进的河南
省首台 24小时信用智能借阅服务设备试
运行，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就可免办卡、免
押金把书带走，这让读者惊喜不已。经过
大半年的试运行，4月 21日，郑州市图书馆
正式启动这一网借模式。“这对于工作繁忙
的上班族是一个福音，不仅时间自由，操作
也很方便，不到2分钟就完成了还书和借新
书的过程。”市民刘先生说。

“目前，我们在郑州市图书馆等 3个点
设置有 24小时信用智能借阅柜，未来我们
会设置更多的服务点，逐步实现数字资源
访问和下载、异地预约借还书、上门送书和
取书等服务。”郑州市图书馆馆长李红岩表
示，下一步，将推动该平台进社区、学校等，
提高图书馆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为群
众提供更加便捷和高效的阅读服务。

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宋
建国表示，今年郑州要建设 50 个城市书
房，打造“全市一张网、服务全覆盖”的智能
化惠民便民阅读空间，以满足市民不断增
长的阅读文化需求。

省图书馆也一直致力于提升服务效能，
探索“图书馆+书店”读书模式，尝试将“选书
权”交给读者。去年，该馆牵手郑州实体书
店成功开展“你选书，我买单”读者借阅活
动。省图书馆借阅部主任赵燕说，这一主动
为读者服务的方式，实现了图书馆服务与读
者需求的有效对接，不仅使公共图书藏书资
源结构更合理，还大大提高了图书的流通
率，去年全馆书籍外借册次达83万多次。

随着我省各地图书馆不断创新和实
践，郑州的 24小时自助图书馆、洛阳的城
市书房、许昌的智慧阅读空间等投入使用，
让读者随时置身阅读之中。

在碎片化信息满天飞的今天，打造阅
读活动品牌，对于阅读推广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

以郑州市图书馆为例，“天中讲坛”自
2015年 3月开办至今，已累计举办114期，
几乎场场爆满，惠及读者10余万人次，成功

入选省级第四批公共文化服务示范项目。
其中，“中华文明探源古代文明”系列讲座，
李伯谦、王巍、孙庆伟、赵辉等国内知名专家
和学者畅谈华夏文明的故事，吸引了一大批
铁杆粉丝，也让众多读者由此爱上历史。

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工作人员

段志辉介绍，图书馆品牌活动的打造，大大
提升了活动辨识度。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
有省图书馆的“豫图讲坛”“趣缘读书会”、
鹤壁市图书馆“淇水亲子故事乐园”、焦作
市图书馆“萤火虫”阅读推广活动、平顶山
市图书馆的“经典诵读”等。

打破传统，图书馆“走到”读者身边

共享共建，推进总分馆制建设

创立品牌，阅读活动提质出新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4 月 23日，郑州市
紫荆山公园里热闹非凡，“践行价值观 书香中
国梦”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在这里举行，志愿者
们向大家发出全民阅读的倡议。

此次主题活动由省委宣传部联合省委网信
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等12家省直单位党员志
愿服务队以及河南小蚂蚁志愿服务队、河南星
火志愿团等 14家社会组织志愿服务队共同策
划开展，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全
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为实现中原更加出彩凝
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来自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郑州市金水
区花园路街道办事处、紫荆山公园、郑州的士雷
锋车队等志愿服务团队的200多名志愿者参加
活动，号召大家以读书固本、以读书立德、以读
书增智、以读书兴业，并为在场群众带来了精彩
的文艺节目。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活动，各单位
志愿者共捐赠图书近万册。③9

品味书香 来阅读吧

2019“书香中原”
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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